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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2 月 12 日（星期三）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2 月 12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2 月 12 日 9:15～

15:00 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绒线胡同 51 号（北门）智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赵立仁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11 人，代表股份 697,435,03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52.596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567,863,67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42.825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7 人， 代表股份 129,571,369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9.771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7 人，代表股份 92,985,02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7.012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691,03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52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6 人， 代表股份 92,293,988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9603％。
（2）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律师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中

伦律师事务所熊川律师和王振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

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94,633,88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984％ ； 反对

2,776,0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980％；弃权 25,1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0,183,87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9875％ ； 反对

2,776,0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855％；弃权 25,1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0％。

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

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

券投资相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95,071,91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12％ ； 反对

2,338,0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352％；弃权 25,1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0,621,90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586％ ； 反对

2,338,0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144％；弃权 25,1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0％。

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

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 熊川 王振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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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2 月 12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亚泰集团总部七楼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81,944,296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3.3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总裁宋尚龙先生主持了现场会议，部分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4 人，出席 6 人，董事孙晓峰先生、翟怀宇先生、王广基先生、

李玉先生、黄百渠先生、马新彦女士、安亚人先生、周佰成先生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9 人，出席 5 人，监事姜余民先生、李廷亮先生、陈国栋先生、

陈亚春先生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分别在吉

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326,429 99.76 2,617,867 0.24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为兰海泉洲水城（天津）发展有限公司在渤海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的 10 亿元信托贷款延期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326,429 99.76 2,617,867 0.24 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分别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326,429 99.76 2,617,867 0.24 0 0.00

4、议案名称：关于为兰海泉洲水城（天津）发展有限公司在渤海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的 5 亿元信托贷款延期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326,429 99.76 2,617,867 0.24 0 0.00

5、议案名称：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分别在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326,429 99.76 2,617,867 0.24 0 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
公司分别在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326,429 99.76 2,617,867 0.24 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继续为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326,429 99.76 2,617,867 0.24 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申
请办理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326,429 99.76 2,617,867 0.24 0 0.00

9、议案名称：关于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分别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326,429 99.76 2,617,867 0.24 0 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继续以持有的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
有限公司股权为公司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0,939,996 99.91 1,004,300 0.09 0 0.00

11、议案名称：关于继续为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水
泥（阿城）有限公司分别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326,429 99.76 2,617,867 0.24 0 0.00

12、议案名称：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
司分别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326,429 99.76 2,617,867 0.24 0 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以公司持有的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为吉林亚

泰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326,429 99.76 2,617,867 0.24 0 0.00

14、议案名称：关于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
公司、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326,429 99.76 2,617,867 0.24 0 0.00

15、议案名称：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在长春双阳吉银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342,829 99.76 2,601,467 0.24 0 0.00

16、议案名称：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
公司、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长春龙达宾馆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
司分别在长春双阳吉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326,429 99.76 2,617,867 0.24 0 0.00

17、议案名称：关于为亚泰集团铁岭水泥有限公司在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
请办理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326,429 99.76 2,617,867 0.24 0 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18.01 田奎武先生 951,372,698 87.93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为吉林亚泰水泥有
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
限公司分别在吉林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
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781,195,281 99.67 2,617,867 0.33 0 0.00

2

关于为兰海泉洲水城（天
津）发展有限公司在渤海
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的 10 亿元信托贷款
延期提供担保的议案

781,195,281 99.67 2,617,867 0.33 0 0.00

3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水
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
城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781,195,281 99.67 2,617,867 0.33 0 0.00

4

关于为兰海泉洲水城（天
津）发展有限公司在渤海
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的 5 亿元信托贷款
延期提供担保的议案

781,195,281 99.67 2,617,867 0.33 0 0.00

5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水
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分别在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
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781,195,281 99.67 2,617,867 0.33 0 0.00

6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明
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
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分
别在吉林环城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
议案

781,195,281 99.67 2,617,867 0.33 0 0.00

7

关于继续为亚泰集团通
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781,195,281 99.67 2,617,867 0.33 0 0.00

8

关于为吉林亚泰水泥有
限公司在交银金融租赁
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理
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
保的议案

781,195,281 99.67 2,617,867 0.33 0 0.00

9

关于继续为吉林大药房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
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分别在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
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781,195,281 99.67 2,617,867 0.33 0 0.00

10

关于亚泰医药集团有限
公司继续以持有的吉林
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
司股权为公司在渤海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
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782,808,848 99.87 1,004,300 0.13 0 0.00

11

关于继续为亚泰集团哈
尔滨水泥有限公司、亚泰
集团哈尔滨水泥（阿城）
有限公司分别在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
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781,195,281 99.67 2,617,867 0.33 0 0.00

12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水
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
城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
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
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781,195,281 99.67 2,617,867 0.33 0 0.00

13

关于以公司持有的吉林
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为吉林亚泰水泥
有限公司、吉林大药房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
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781,195,281 99.67 2,617,867 0.33 0 0.00

14

关于继续为吉林大药房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
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
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分别在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的议案

781,195,281 99.67 2,617,867 0.33 0 0.00

15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富
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在
长春双阳吉银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
合授信提供最高额保证
担保的议案

781,211,681 99.67 2,601,467 0.33 0 0.00

16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永
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吉林
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
亚泰饭店有限公司、长春
龙达宾馆有限公司、吉林
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
分别在长春双阳吉银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

781,195,281 99.67 2,617,867 0.33 0 0.00

17

关于为亚泰集团铁岭水
泥有限公司在华夏金融
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办理
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
保的议案

781,195,281 99.67 2,617,867 0.33 0 0.00

18.01 田奎武先生 653,241,550 83.3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全部议案均已获得有效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晓蕙、郭淑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亚泰集团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有效， 会议召集人

的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相关议案的审议及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吉林亚泰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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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总额：40,000 万元人民币
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正常实
施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 22,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和
不超过 70,000 万元（含本数）的自有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具有
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
动使用，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对部分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
率

预计收益金
额（万元）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保本保证收益型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20,000 1%-3.65% -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收
益率 预计收益 是否构成关

联交易
41天 保证收益型 无 1%-3.65% - 否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
率

预计收益金
额（万元）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保本浮动收益

“汇利丰”2020年第
4241期对公定制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5,000 1.65%-3.4% -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收益
率 预计收益 是否构成关

联交易
42天 浮动收益型 无 1.65%-3.4% - 否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
率

预计收益金
额（万元）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保本浮动收益
型

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
有期 JG6003期人民币

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00 1.38%-3.68% -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收
益率 预计收益 是否构成关

联交易
30天 浮动收益型 无 1.38%-3.68% - 否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
率

预计收益金
额（万元）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共赢利率结构 32214期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5,000 3.50% -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收
益率 预计收益 是否构成关

联交易
34天 浮动收益型 无 3.50%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风险可控。 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

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相关投资的审批和执行程序， 确保投资事宜的有效开展
和规范运行，确保资金安全。 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1、公司财务部进行事前审核与评估风险，及时跟踪所购买产品的进展，如评估
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
险。

2、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甲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产品收益类型 保证收益型

挂钩标的 USD-3MLIBOR

成立日 2020年 2月 11日

到期日 2020年 3月 23日

投资范围 USD-3MLIBOR挂钩的金融衍生品

2、甲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汇利丰”2020年第 4241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产品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

挂钩标的 欧元 /美元汇率

产品起息日 2020年 2月 14日

产品到期日 2020年 3月 27日

投资范围 外汇期权挂钩浮动收益

3、甲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 JG6003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产品代码 1201206003

产品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挂钩标的 USD�1M�LIBOR

起息日 2020年 2月 12日

到期日 2020年 3月 13日

乙方：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甲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共赢利率结构 32214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产品代码 C206S0167

产品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

挂钩标的 USD-3MLIBOR

收益起计日 2020年 2月 12日

到期日 2020年 3月 17日

本次委托理财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能够保证公司正常经
营。

（二）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此次购买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 是在公司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

范围内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 公司相关部门负责组织实
施和管理。 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用于现
金管理的产品严格把关，谨慎决策，公司所选择的产品均为保本型产品，期间公司
持续跟踪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分别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600016），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601288），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600000），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601998），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年度 2019年 9月 30日 /2019年 1-9
月

资产总额 7,155,246,759.85 8,271,435,411.91
负债总额 4,347,734,983.34 5,303,611,146.11
净资产 2,807,511,776.51 2,967,824,265.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3,494,316.96 745,990,439.84

本次认购银行结构性存款 40,000 万元， 占最近一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
16.33%。 公司在确保正常经营的前提下使用自有资金认购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进
行现金管理，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不会影响主营
业务的发展，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根据最新会计准则，公司本次认购结构性存款计入资产负债表中货币资金，取
得的收益将计入利润表中利息收入。 具体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五、风险提示
1、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所涉及的投资产品为金融机构发行的

风险可控的理财产品，收益情况由于受宏观经济的影响可能具有一定波动性。
2、理财产品发行人提示了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产品不成

立风险、通货膨胀风险、政策风险、流动性风险、提前终止风险、延期支付风险、信息
传递风险、不可抗力及其他风险等风险。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2019 年 12 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正常实施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使用不超
过 22,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 70,000 万元（含本数）的自有资
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理财
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
年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 2019-102 号《家家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15,000 15,000 30.69 -
2 银行理财产品 62,000 - - 62,000

合计 77,000 15,000 30.69 62,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4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14.25%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0.00%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62,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8,000

总理财额度 70,000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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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合肥泰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使用不超过 30,000 万元（含 30,000）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
约定的理财产品，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信托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及
结构性存款产品， 自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
额度内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内具体实施和办理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30 日披露的《泰禾光电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4）。

一、本次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购买综合财

富管理服务业务 708 期 FGDA19708L 理财产品 2,000 万元，具体详见《泰禾光电关
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73），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赎回上述理财产品， 获得理财收益 24.50
万元。

公司于 2019年 12月 27日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购买“薪加薪 16 号”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XJXCKJ12983）理财产品 3,500 万元，具体详见《泰禾光电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80），公司于 2020年 2月 10日赎回上述理财产品，获得理财收益 15.84万元。

二、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30,000 9,500 1,335.87 20,5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33.77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16.62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0,5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9,500
总理财额度 30,000

三、备查文件
银行业务回单。
特此公告。

合肥泰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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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泰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合肥泰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禾光电”或“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
司使用不超过 30,000 万元（含 30,000 万元） 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
好、中低风险的理财产品，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
中低风险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产品，自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额度内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内具体
实施和办理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30 日披露的《泰禾光电关
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3）。

一、本次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10月 29日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购买综合财富管

理服务业务 708 期 FGDA19708L 理财产品 5,000 万元，具体详见《泰禾光电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2），公
司于 2020年 2月 11日赎回上述理财产品，获得理财收益 61.25万元。

二、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18,800 11,000 773.11 7,8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8,8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21.16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9.62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7,8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2,200
总理财额度 30,000

三、备查文件
银行业务回单。
特此公告。

合肥泰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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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泰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远互联”或“公司”）及子公司陕

西致远互联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致远”）自 2019 年 12 月 10 日至 2020 年
2 月 11 日，累计获得政府补助款项人民币 1,350.07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收款单

位 项目内容 补助金额（元） 补助依据 发放主体

1 致远互
联

软件产品增值税
退税 13,484,757.08 财税[2011]100号 国家税务局

2 陕西致
远

2018年度西安市
技术转移输出方

奖补
15,900.00

《西安市科学技术局西安市
财政局关于印发加快技术转
移转化的若干措施（试行）的
通知》（市科发[2016]32号）

西安市财政局

合计 13,500,657.08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公司上述获得的政府

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
公司 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损益的影响最终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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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